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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武翔、贾振宏、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谦比希铜冶炼有

限公司在2016年签订的《铜精矿销售合同》基础上签订《附加条款》，由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1

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向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销售铜精矿24万干吨（上下浮动2%）,即1万干吨/月，加

工费为2018/2019�年远东地区铜精矿长单加工费+基础运费补贴。货值以目前铜价估算，约4亿美元。

该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中色股份关于公司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件。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000758� � � �公告编号：2018-00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与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称

“中色新加坡” ）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称“谦比希铜冶炼” ，该公司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

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签订《铜精矿销售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与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6-049）。

近日，中色新加坡和谦比希铜冶炼在2016年签订的《铜精矿销售合同》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附加条

款》，由中色新加坡向谦比希铜冶炼销售铜精矿24万干吨（上下浮动2%）,货值以目前铜价估算，共计约4亿美

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2、交易方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谦比希铜冶炼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色新加坡向谦比希铜冶炼销售铜精矿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18年1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

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武翔、贾振宏、王宏前、张

向南4人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邱定蕃、张继德、李相志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32，Enos� Chomba� Road,Kitwe,Zambia

法定代表人：陶星虎

注册资本：2,000美元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冶炼行业）

经营范围：粗铜及副产品硫酸的加工冶炼

2、谦比希铜冶炼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6年金额（经审计） 2017年1-9月金额（未审计）

资产总额 88,706 84,063

负债总额 45,095 44,155

应收款项总额 17,401 20,628

净资产 43,611 39,907

营业收入 104,025 105,130

营业利润 7,751 9,150

净利润 7,333 8,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0 8,312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铜精矿销售， 由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向谦

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销售铜精矿24万干吨（上下浮动2%）。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在公允公平、自愿平等

的平等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未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面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合同金额：约4亿美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

② 合同主要条款：发货期为2018.1-2019.12，共计24个月，发货总量为24万干吨铜精矿，每月约为10,000干

吨；运输方式为DAP，即谦比希铜冶炼工厂交货或谦比希铜冶炼指定地点交货；付款方式为每月发货结束后公

司做临时结算发票给谦比希铜冶炼，谦比希铜冶炼审核无误后付款，最终结算待最终结果出来后同上流程。

③ 合同生效条件：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是由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一家

在赞比亚注册的粗铜冶炼企业。谦比希铜冶炼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中色新加坡与其交易风险较小。

本项关联交易事项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开、公平、公正，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七、2018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

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中色新加坡与其交易风险较小。本项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

时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中色新加坡与谦比希铜冶炼签订的《附加条款》。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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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8年1月16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6,682.82万股

近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计划” ）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

股票计划实施授予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12月22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实施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和同意的意见。上海市方达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17年12月22日

2.授予数量：16,682.82万股

3.授予人数：1,067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技能等

骨干人员。

4.授予价格：3.99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总数

比例（%）

占公司股本

总额比例（%）

诸骏生 执行董事 35.7 0.21% 0.0016%

储双杰 副总经理 33.3 0.20% 0.0015%

刘安 副总经理 33.3 0.20% 0.0015%

盛更红 副总经理 33.3 0.20% 0.0015%

王静 副总经理 33.3 0.20% 0.0015%

智西巍 副总经理 33.3 0.20% 0.0015%

吴琨宗 财务总监 33.3 0.20% 0.0015%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业务、技能骨干（1,060人） 16,447.32 98.59% 0.7442%

合计 16,682.82 100% 0.7548%

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

止，最多不超过72个月。

2.限制性股票自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在限售期内，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

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起满 24个月后分三期解除限售，每期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1/3、1/3和1/3，实

际可解除限售数量应与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

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

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三、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德师报（验）字（17）第00590号），验证截至2017年12月22日，公司指定账户已收到1,067位股权激励

对象认购166,828,200股所缴付的资金合计人民币665,644,518元，其中计入股本166,828,200元，计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498,816,318元。

四、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授予的166,828,20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登记，并取得其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166,828,200股，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557,450 166,828,200 178,385,6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089,726,225 0 22,089,726,225

合计 22,101,283,675 166,828,200 22,268,111,875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

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

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合计为45,475.70万元，2018年-2020年限制 性股票成本摊销

情况见下表：

授予数量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16,682.82 45,475.70 29,249.15 11,590.39 4,636.16

限制性股票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并不代

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德师报（验）

字（17）第00590号）。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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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

年1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并于2018年1月17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名，亲自参会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百宽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4）。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2018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38亿元的授信（其中向

银行申请36.5亿元、向其他金融机构申请1.5亿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灵活

选择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合作，并授权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与选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授权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上

述不超过38亿元的授信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授信银行 申请额度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2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4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3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3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濮阳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 2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1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3,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 2,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郑州分行 3,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3,000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3,000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 4,000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郑州分行 3,000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3,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5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5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 1,5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马钢支行 1,5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2,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000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营口分行 5,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宝山支行 3,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 3,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杨行支行 1,000

云南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昆明安宁支行 5,000

云南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昆明国贸支行 2,40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44,60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5,000

小计 365,000

公司名称 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额度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5,000

合计 380,000

以上额度最终以上述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视各公司运营资金的实

际需求确定。

3、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8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

4、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刘百宽先生、刘国威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为6票。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6）。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的议案》

2017年11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徐殿利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正式聘任徐殿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进行相应的委员调整，调整

后上述委员会人数不变，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百宽（召集人）、徐殿利、叶国田、史道明、马文鹏；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徐殿利（召集人）、王广鹏、刘百宽；

提名委员会委员：叶国田（召集人）、王广鹏、刘百宽；

审计委员会委员：王广鹏（召集人）、徐殿利、史道明。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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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

1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8年1月17日上午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了现场会议。本次会议应参

会监事5名，亲自参会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志彦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

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4）。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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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更加真

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固

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7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固定资产、应收款项

及商誉等， 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7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0,769.99万元， 明细如下

表：

资产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占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

的比例

应收账款 9,586.45 51.83%

其中重庆钢铁 3,389.48 18.33%

其他应收款 1,183.54 6.40%

合计 10,769.99 58.23%

注：公司2017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重庆钢铁部分债务

的议案》， 因公司客户重庆钢铁进行破产重整， 依据法院裁定的重整方案， 公司核销了重庆钢铁债务4,

097.52万元，其中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3,389.48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2017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金额为9,586.45万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2,030,662,673.03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646,092,714.0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期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1、单项金额超过

100万元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

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

损失，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应当包

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2、按信用

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1）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2）账龄分析法组合。账龄分析法组合减值

测试期末根据应收账款不同账龄的计提比例进行减值测试。账龄在

1年以内的按5%计提；账龄在1-2年的按10%计提；账龄在2-3年的按

20%计提；账龄在3-4年的按50%计提；账龄在4-5年的按80%计提；

账龄在5年以上的按100%计提。（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

本期计提数额（元） 95,864,522.19

计提原因 存在减值的迹象，预计该项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0,769.99万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36.70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8,736.70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中对公司

2017年度业绩的预测。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方法和原因说明

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

当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经减值测试后

不存在减值的，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账

龄分析法计提；应收款项当中的应收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有客观证据表明其

发生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本期末，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及个别分析认定法，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并记入当期损益。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2017年度计提应收款项、商誉减值准备共计10,

769.99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具合理性。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

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

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

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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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根据公司目前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公司拟在2018

年度为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

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秦翔科技有限

公司及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7.74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在2018年度向上述各个被担保

对象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公司2018年度担保金额为7.74亿

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6.54%，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2.9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

限公司

2004年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南

海路129号

刘百宽 6397万元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与销售 68.74%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1999年

上海市杨行工业园富锦

路2319号

易志明 6400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加工、销售 1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1987年 新密市岳村镇 郑化轸 2614.6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与销售、 施工

及进出口

1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2001年 云南省安宁连然镇 刘百宽 2039.9万元

耐火材料、炉料、建筑材料、

金属结构件、模具、销售

51%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2003年 新密市袁庄乡姚山村 马文鹏 21028.41万元

耐火材料及保温材料的生产

销售

1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

材料有限公司

2002年 马鞍山市雨山区工业园 王丽坤 2000万元

生产和销售滑动水口系列；

冶金技术研发服务

10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

司

2012年

新疆巴州和静县文化路

银座小区5号楼3单元

501、502室

刘百宽 6543万元

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销售，

技术服务、检验检测

52.49%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12年 青海省民和县工业园 刘百宽 1000万元 耐火原料、制品生产、销售 100%

注：公司及子公司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68.74%和31.26%

股权。

三、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情况（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2016年末

负债总额

2017年9月30日资产

总额

2017年9月30日负债

总额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299,819,683.04 183,329,441.11 267,324,831.96 163,808,887.5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604,490,129.74 299,053,847.97 615,571,990.02 287,226,426.57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358,704,233.24 102,870,537.95 358,704,233.24 102,870,537.95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358,901,249.01 204,277,954.74 349,485,459.38 190,117,117.21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86,468,268.04 250,243,857.08 537,995,812.26 334,449,343.18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191,130,494.52 91,076,858.52 189,954,296.29 75,268,374.7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50,634,290.91 2,189,676.52 68,807,544.53 9,632,746.28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5,249,064.32 18,364,258.20 42,141,581.08 35,993,554.33

注：2017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公司收入和利润情况（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6年

营业收入

2016年

利润总额

2016年

净利润

2017年1-9月营

业收入

2017年1-9月利

润总额

2017年1-9月净

利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

有限公司

303,589,558.65 3,813,213.41 541,035.08 275,068,323.95 -12,973,653.12 -12,974,297.47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330,486,143.31 16,366,748.41 15,092,669.69 249,441,943.47 25,125,145.33 22,909,281.68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162,357,146.71 5,663,431.91 3,184,684.84 126,939,641.90 -5,166,563.20 -4,951,346.15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

材料有限公司

380,110,693.58 15,079,251.38 16,941,936.18 248,524,757.24 14,153,308.18 13,485,723.64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119,961,435.23 -54,054,236.77 -49,223,662.72 87,016,895.01 -32,671,243.67 -32,677,941.88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

166,179,128.10 24,277,340.41 20,362,465.65 137,334,347.25 17,214,453.63 14,632,285.59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

公司

0 -622,954.37 -622,954.37 0 -644,816.14 -644,816.14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0 -902,989.55 -902,989.55 0 -736,779.37 -736,779.37

注：2017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濮耐股份最新的信用等级：AA

4、被担保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额为人民币9,160万元；此外，营口濮

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及青海濮

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均无担保情形。

四、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授权担保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3、关于本次担保额度的说明（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截至授权日担保额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5,00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9,000.00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2,000.5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3,775.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3,00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9,000.0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2,624.5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3,000.00

合计 77,400.00

注1、：公司与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双方投资比例为合资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

司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与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各方投资比例为合资公司新疆秦翔

科技有限公司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

注2、：截至目前，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将在为其担保实际发生之前对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注资，确保其资产负债率低于70%。

截至授权日的担保额度是指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在授权担保期限内对上述控股子公司任何时点

的实际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以上额度。

五、本次担保的授权及担保协议的签署

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如下：

（1）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选择金融机构并与其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

（2）公司在向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各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70%。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除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担保外，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6,150.50万元，占2016年度经审计公司净

资产的2.61%，未发生逾期担保情形。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符

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确定的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股东

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同意2018年度为以上被担保对象提供不超过7.74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本次审议的担保金额仅为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提供担保的金额上限，公司将严格按照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情况以及授权，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2018年度择机谨慎实施。如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

中，本次担保情况发生变化，则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担保事项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本公司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提供

担保，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

2、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是根据2018年各子公司的发展需要和公司的发展需要合理制定的，

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安排，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

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本担保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6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长刘百宽先生、董事刘国威先生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2018年度对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钢闽光”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

超过4,000万元，预计与北京华泰焦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泰”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不超过1,000万元，预计与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晨镁业”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不超过11,100万元。以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合计不超过16,100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6.84%， 公司预计分别与前述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之

内，本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2018年预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2017年实际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三钢闽光 耐火材料销售 4,000 1,868

北京华泰 耐火材料销售 1,000 57

翔晨镁业 采购原材料 11,100 0

合计 16,100 1,92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三钢闽光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法定代表人：黎立璋

注册资本：137,361.5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营范围：炼铁；炼钢；炼焦；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

结构、氮肥制造；危险化学品生产；煤炭、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建材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再生物资回收；燃

气生产和供应；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易制毒化学品）批发；对外贸易；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钢铁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6日

营业期限：2001年12月26日至2051年12月26日

截止2017年9月30日，三钢闽光总资产1,548,558.12万元，负债总计597,288.20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951,

269.91万元；2017年1-9月三钢闽光主营业务收入为1,582,603.15万元，实现净利润247,635.3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原独立董事苏天森先生2011年1月30日至2017年1月19日同时兼任三钢闽光的独立董事， 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和10.1.6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与三钢闽光构成

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三钢闽光主要财务指标及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其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出现无

法正常履约以及造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北京华泰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泰焦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D-0152

法定代表人：徐列

注册资本：5,886.30万元

实收资本：5,886.3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冶金行业（焦化和耐火材料工程） 专业乙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18年06月05

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产

品设计；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1年4月8日

营业期限：2011年4月8日至2031年4月7日

截至2017年9月30日，北京华泰总资产39,943.89万元，负债总计26,665.27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3,278.62

万元；2017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为21,552.06万元，实现净利润552.0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兼任北京华泰的董事，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

定的情形，公司与北京华泰构成关联关系。此外，公司是北京华泰的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15.13%。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北京华泰主要财务指标及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其资信情况良好，资本充足、财务状况良好，具

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出现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性较小。

（三）翔晨镁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

住所：类乌齐县桑多镇扎通卡村

法定代表人：张凤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3006868039072

注册资本：8,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菱镁矿的采选、煅烧、冶炼、轻烧镁、电熔镁、重烧镁。（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凭专项

审批证件从事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9年06月12日

营业期限：2009年06月12日至2029年06月11日

截至2017年11月30日，翔晨镁业总资产9,314.57万元，负债总计1,601.97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7,712.59万

元；2017年1-11月，主营业务收入为0万元，实现净利润-320.2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兼任西藏昌都市合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众创业” ）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百宽家族成员刘百春先生为合众创业的合伙人，公司董事刘国威为刘百春之子。合众

创业持有翔晨镁业55%股权，为翔晨镁业控股股东，翔晨镁业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与翔晨镁业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翔晨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的法人主体，出现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与三钢闽光的关联交易

1、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司与三钢闽光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

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

成不利影响。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目前公司已与三钢闽光签订了2018年度的整体承包供货协议，包括钢包透

气砖总承包、铁水罐总承包、钢包总承包的供货协议，计量单位与价格均按照承包协议执行。

（二）与北京华泰的关联交易

1、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司与北京华泰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

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

成不利影响。如果在实际执行中主要条款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目前公司已与北京华泰签订了2018年度部分浇注料产品的供货协议，结算

方式与结算价格均按签订的供货协议执行。北京华泰2018年研发的环保节能型新焦炉有望投放市场，公司

将提供产品新焦炉用换热器，目前尚未与北京华泰签署2018年新焦炉用换热器的销售合同。

（三）与翔晨镁业的关联交易

1、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司与翔晨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

定。预计公司2018年向翔晨镁业采购轻烧氧化镁粉与小颗粒伴生料总金额不超过11,100万元，具体为：拟采

购轻烧氧化镁粉3万吨，单价3,000元/吨（含税，交货地：青海西宁）；采购小颗粒伴生料3万吨，单价700元/吨

（含税，交货地：青海民和）。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根据轻烧氧化镁粉和小颗粒伴生料的理化指标，参考市场

同类产品价格并考虑实际运输成本后确定的。本次预计价格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

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在实际执行中主要条款发生重

大变化，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目前公司尚未与翔晨镁业签订2018年度的采购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钢铁用耐火材料供应商之一，公司与三钢闽光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与北京华泰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

理确定，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与翔晨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

理确定，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到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对预计的关联交易行为

予以事先认可，并同意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就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18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

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公平合

理，符合市场化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的

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

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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